
 

 

  

  

 

 

一、【導師資訊】 

 (一) 【班會週】12月 21日-12月 27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配合品德教育宣導，本 

      次班會討論議題：「這學期，在全班共同努力之下，值得嘉許的具體成果有哪些？ 

   還要改進的部份有哪些？」班會紀錄請詳實記載，會後請交至學務組李小姐處。 

 (二)【班級幹部遴選】 請於 12月 30日前至訊息網登錄幹部名單，紙本送回學務組。 

      (訊息網→學務資訊→下學期班級幹部) 

 (三)【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操行加減分線上作業】 

      系統開放期間：12月 5日(一)至 12月 30日(五) 

     班級幹部獎懲建議作業：  

      ＃流程:訊息網→導師班服務→班級幹部(獎勵選項)→輸入完畢→名單儲存。  

     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  

      ＃流程：訊息網→導師班服務→學生列表(每位同學可加（減）0-3 分)→輸入→儲存 

（四）【缺曠異常輔導】缺曠課扣分已達 22分以上同學已於 12月 26日郵寄通知，請導師 

     至缺曠晤談系統填寫晤談表後列印下來並於 106年元月 5日前繳回學務組 

二、【導師回饋問卷】(即將於12月31日截止填答) 

     為瞭解同學是否受到妥善照顧以及導師們的辛勞，請同學儘快至訊息網(學校首頁 

     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導師回饋問卷(智慧型手機、平板均可填答)針對學期以

來接受導師照顧、呵護、關懷給予正面的評價，讓導師們輔導得更有衝勁也獲得更

多的鼓勵與掌聲。 

三、【105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減免開始申請】  

 (一) 第一階段申請(送件)時間已截止。 

 (二) 第二階段申請(送件)時間收到學雜費繳費單起至106年2月19日(日)止 

     （減免申請表由訊息網登錄→左側學務資訊→學雜費減免系統填寫列印） 

      請持學雜費繳費單（勿先行繳費）、相關證明文件和減免申請表至學務組辦理， 

      更改餘額再行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視同放棄減免資格， 

      不予受理）。  

      ※依教育部規定，需依學生實際加退選後之金額核算補助金。故另有加/退選課 

        程會審核是否符合補助規定，退選課程依學生原繳費比例退費，加選課程則 

        須持單更改金額後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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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5學年度第2學期就學貸款】申請時間為106年1月16日起至106年2月17止，辦理 

     就學貸款同學須將對保單繳回學務組才算完成註冊。（詳細資訊請至進修部網頁瀏 

   覽） 

     ※同學如有增貸生活費、書籍費等需求，請提供個人帳戶節省領取支票後仍需親至 

       銀行存入的時間。 

     ※貸款須視同學實際繳費情形而定，故學期中同學如有退選學分，退選金額將還款 

       台灣銀行(同學可於期中至台銀網站查詢實際貸款金額) 

     ※電腦實習費不可貸款，如有該筆款項，請先至學務組修改註冊單再至銀行貸款。 

五、「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到校對保服務」（第一次辦理貸款同學需與保證人一同前往） 

    時間:106年元月 3-4日(二~三) 10:00~17:00 

    地點: 學生餐廳２樓文苑廳 

    申辦方式: 

    1.請先至台灣銀行就學貸款首頁填寫申請 1052就貸資料並列印 1052學雜費繳費單 

    2.帶著列印下來的”撥款通知對保單”1式 3份與 1052學雜費繳費單至活動現場辦 

      理。 

六、【寒假戶外活動調查表】為了瞭解同學於寒假期間參與戶外活動情形，俾利重大災害 

  發生時，能即時聯繫與協助處理，表單已於12月16日放在各班班級櫃內，請各班調 

  查寒假期間2日(含)以上的班級團體戶外活動，於105年12月30日(星期五)前將本表 

  繳回至圖科大樓一樓學務組劉教官，若沒有活動本表也要交回，也請再次叮嚀同學 

  旅遊時要注意安全。 

 

 

 

七、【校外獎學金訊息】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日期不一，請同學自行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學務組→獎助 

行天宮急難救助,急難發生6個月內受理申請 

  學金及就貸減免申請→各項獎助金→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資料請繳交學務組黃小 

   姐(分機2781)。 

八、【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 

 (一)學生本人連續住院滿 7天以上(於事發 3個月內)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二)父或母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均可提出申請。詳細內 

     容可自行上網查詢(http://ppt.cc/jdyG)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幹部配合事項 

校內外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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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回應第15週學務週報班級電子郵件聯絡員：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子一甲、機械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 

              資管一乙、幼保一甲、休運一甲、資工一甲、觀光一甲、數位一甲、妝彩一甲、時尚一甲、 

      二年級：電子二甲、電機二乙、機械二乙、工管二甲、企管二乙、幼保二甲、資管二甲、資管二乙、 

              資工二甲、觀光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數位二甲、數位二乙、餐飲二乙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乙、電機三丙、工管三甲、企管三乙、幼保三甲、金融三甲、資工三甲、 

              數位三甲、觀光三丙、妝彩三甲 

      四年級：電子四甲、機械四乙、國企四甲、企管四丙、建築四甲、應外四甲、工管四甲、休運四甲、 

              資工四甲、妝彩四甲、觀光四乙、時尚四甲、時尚四乙、數位四甲、創意四甲、二企四甲 

十、第十五週（12月18日至12月24）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股長 

  務必督促每日導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第 15週資料統計期間【105/12/16-12/22】 

班級 

本週 累計 

班級 

本週 累計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妝彩一乙 2,12/16,12/22 4 2 4 機械三乙 1,12/20 2 5 10 

電機二丙 1,12/16 2 4 8 電機三乙 2,12/16,12/22 2 8 8 

企管二甲 1,12/22 2 9 16 電機三丙 2,12/21,12/22 2 13 13 

企管二丙 1,12/19 2 5 10 國企三甲 1,12/19 2 2 4 

休運二甲 1,12/22 2 6 12 妝彩三乙 1,12/22 2 1 2 

資工二甲 2,12/19,12/21 4 6 12 企管四甲 1,12/22 2 1 2 

國企二甲 2,12/20,12/21 4 12 23 幼保四甲 1,12/21 2 4 7 

時尚二甲 1,12/21 2 2 4 資管四丙 1,12/21 2 1 2 

餐管二甲 1,12/21 2 4 8 休運四丙 1,12/21 2 3 6 

機械三甲 2,12/21,12/22 4 15 27 105/12/20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一、學期已近期末，感謝這學期以來大多數班級幹部及值日生的負責盡職，使每日(共

用)教室得以有較乾淨的環境提供大家學習，這些大多數的班級幹部(正副服務股長)，

學務組將簽請獎勵；然而，仍有少數班級輪值的值日生未能盡職，且這少數班級幹

部(正副服務股長)也未能有效督導協助，造成上課教室髒亂(例：桌地面有棄置垃圾、

黑板沒擦拭、垃圾桶垃圾未倒及冷氣、電扇、投影機電源未關閉…等)，不僅影響同

班同學學習情緒，也造成別人的負擔與困擾，在此，仍再一次提醒班級幹部： 

 (一) 請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做好打掃工作。 

 (二) 到校後請即刻檢查教室清潔狀況，發現日間部遺留之垃圾未整理等情形，請拍照 

後至學務組填寫「日間使用教室未打掃清潔反映單」，若當日放學前檢查已協助清 



掃乾淨者予以評比加分，當日未反映則視為該班未打掃予以扣分。 

(三) 各班收到粉紅色的缺失通知單，若有疑問或異議請儘速於三日內至學務組說明， 

逾期不予受理。 

 ※ 下週又將實施本學期第三次的整潔競賽總評比(每五週)，期望各班能爭取佳績，獲 

評為「優等」之班級，全班每位同學均能記嘉獎。 

 

 

 

十二、【訊息網】請同學經常查看缺曠獎懲紀錄，如有任何疑問請至學務組查詢。 

十三、【105學年度第 2學期停車位登記】 

       因應部份同學尚未登記車位，故再開放第二次登記，開放時間自 105年 12月 23 

    日 08：00 -106年元月 2日 22:00，請同學務必注意登記時間，將不再開放第三 

       次登記，未完成登記繳費者請勿進入停車場。 

十四、【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2月30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至學務組 

     申請（除打掃服務工作外，配合聖誕愛心活動亦可採捐贈20張11-12月份發票方式 

     辦理），請班長再次向同學宣導，曾因個人誤失受處份的同學請把握銷過機會。 

    ※依「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行善銷過實施辦法」第五條：行善銷過考核區分： 

     (一)申誡：考核二星期(愛校服務一小時)。 

     (二)記過：考核一個月(心得一篇及愛校服務三小時)，違反菸害防制法者需參加菸 

               害防制講座或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十五、【賃居安全】天氣逐漸變冷，提醒賃居在外的同學們務必注意賃居安全，賃居在外 

時一定要注意有陌生人士在住處出入，最好多加詢問，以確保安全。另一方面也要

注意空氣流通，才不會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天氣一冷，把窗戶全部關閉是人之常情，

提醒同學賃居處如有使用瓦斯氣水器及瓦斯桶一定要注意通風才可免去中毒的可

能。 

十六、【反詐騙】近來詐騙事件頻傳，警政署為加強預防詐欺犯罪，設立「反詐騙諮詢專

線 165」電話，提供民眾諮詢。凡遇 不明可疑電話，不論手機或市話，均可撥打，即

可由專人說明並研判是否為詐騙事件。 

防詐十招 

  （一）「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戒除貪 念，遠離中獎詐騙。 

  （二）不接「不顯示來電」電話，幫助您拒絕詐騙。 

  （三）「法院電話語音通知出庭」是詐騙：勿聽信電話內歹徒指示，辦 理任何金融開戶或轉帳。 

  （四）多管閒事當雞婆：住宅電話信箱勤觀察，提防詐騙歹徒盜轉接電話。 

  （五）小心申辦信用卡或行動電話：親自前往指定門市申辦最保險，勿至不明商家，以免個 

        人資料外洩。 

 

宣導事項 



  （六）小心網路聊天室陷阱：切勿留下家中地址、電話或個人影像，以免成為勒索肥羊。 

  （七）小心網路援交陷阱：ATM 無法辨識憲警身分，切勿聽信歹徒指示操作，以免遭恐嚇詐 

        財。 

  （八）網路購物要小心：線上刷卡先確認網站真假 ; 「一手交錢 , 一手驗貨」交易有保障。 

  （九）防詐騙 3 要領 : 「冷靜」、「查證」、「報警」。 

  （十）請牢記警政署防詐騙專線「 165 」：「 165 」全年不打烊，受理諮詢、檢舉或報案。 

十七、【菸害防制】據統計，每年約有 1萬人罹患肺癌，8000人死亡，健康科學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吳成文表示「早期檢測、正確醫療、杜絕菸害及危險因子，是拔除國人肺

癌殺手的三大法寶」，「拔除肺癌殺手，全民一起來」，才能達到效果，學校所有師長

由衷的期盼同學們趁年輕戒除菸害，千萬不要等到肺癌上身，到時又後悔莫及。 

    第 15週取締違規吸菸人數總計 22人：一年級 11人、二年級 4人、三年級 1人、四

年級 4人、延修 1人、隨修班 1人，凡吸菸者均依校規記小過乙次處分，請同學勿

心存僥倖心態，教官會持續校園巡查，取締違規吸菸同學。 

十八、【健康小叮嚀】登革熱的防治: 

    巡: 經常巡檢，避免戶內外積水。 

    倒: 清除積水，必要的容器倒置。 

    清: 容器減量，清除不要的器物。 

    刷: 刷洗容器，避免蟲卵再附著。 

 

 

 

十九、【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福的剎那】攝影比賽網路票選至 105年 12月 30 

      日截止。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大家更加注意到週遭的微小幸福，進而感受到生命的 

      喜樂，形成「幸福」的氛圍。投票位置: 進修部學務組網頁或直接連接: 

       http://120.118.165.132/voting/?ctNode=16105&idPath=8172_16105，凡本校教職員、學生都可 

      投票，請大家踴躍參與。   

廿、【溫暖聖誕節】『正修～幸福の味』聖誕之夜已於 12月 22日(四)溫馨演出。今年藝 

  文處邀請表演合作社演出感人舞台劇「幸福の味」，同學捐發票兌換門票及摸彩劵， 

    在觀賞好劇之餘亦能發揮愛心。進修部已連續第九年與伊甸基金會合作（累計募得 

    33萬多張發票），感謝師生的愛心付出及熱情參與寒冬送暖，讓真正幸福の味能持續 

    傳播出去。得獎名單已公佈於學務組及學 聯會網站，中獎同學請於12月 30日(週五) 

    前持學生證至學務組蘇小姐處兌換，逾期視同放棄！(參加同學公假已登錄，請至訊 

    息網查看，如有疑問請至學務組查詢)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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